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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继东

前几天进超市， 售货员向我推销一
款新型的电饭煲， 她告诉我， 这种多功
能电饭煲的语音提示特别适合老年人使
用。 我想起住在乡下的母亲， 就拨通了
手机， 电话那头传来母亲的回话： “家
里现在不用电饭煲了， 你不知道啊？” 我
一听感到奇怪： “这年头， 不用电饭煲，
难道还用土灶烧饭啊？” 母亲在电话里只
是说： “你回来就知道了。”

端午节小长假,我开车300多公里回
老家， 路上总是回忆起多年前母亲烧柴
做饭的往事。 在老家， 祖祖辈辈做饭都
是用老式柴火灶， 家里的灶披间在堂屋
的后面， 最矮的地方不到一人高。 灶台
是用砖土垒成的， 烟囱升到屋顶， 有两
个灶膛， 天晴的时候， 火苗在灶膛里很
旺， 通风还算顺畅； 如果遇到刮风下雨，
火苗就会在灶膛里乱窜， 冒出阵阵浓重
的黑烟， 让人有点透不过气来， 这时候
母亲会让我不停地拉风箱， 做一顿饭，
我累得腰酸背疼， 母亲也被熏得两眼发
红。 记得有一次摊面饼， 母亲见我累得
满头大汗， 就让我歇息， 她一个人在灶
台上忙上忙下， 她摊一张面饼， 就让我
们吃一张， 最后我们吃完了， 才发现母
亲还没尝上一口， 可从“烟熏火燎” 中
出来的母亲一句怨言也没有。

1990年， 我大学毕业工作了， 我用
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家里买了液化气灶、

电饭煲， 母亲说这下好了， 以后烧菜做
饭就一步实现现代化了。 那年底， 我又
用奖金买了抽油烟机， 还添置了备用的
液化气钢瓶。 村里的许多人来看我们家
现代化的灶台， 羡慕得不得了。 之后没
过一两年， 村里家家户户都用上了液化
气， 彻底告别了土灶台。

不知不觉间， 车子下了高速公路， 到
家门口时， 一股浓郁的饭香飘了过来。 我
进屋一看， 嘿， 饭已经做好了。 母亲说这
些饭菜是用沼气烧的， 只见灶台上已经换
了一台崭新的沼气灶， 原来的液化气灶、
电饭煲已放置一边“光荣退休” 了。 见我
一脸的疑惑， 母亲对着当村支书的大哥
说：“你给你弟弟说说沼气吧。”

大哥告诉我： “村里这几年以家用
沼气池建设为龙头， 大力建设农村生态
家园， 实行对村民建一口沼气池补助一
万元的政策， 激发了大家兴建沼气池的
热情。 沼气把农村多余的柴草全部利用
上， 既节省了农民的开支， 又合理利用
了资源， 还减少了秸秆焚烧带来的污染，
沼气池里的肥料没有有毒物质污染， 卖
给生态农业基地还可创收， 所以乡亲们
对建设绿色生态农村的积极性很高。”

听着大哥的介绍， 端起香喷喷的米
饭， 我心里有很多感慨。 液化气替代柴
火是科技的进步， 而让沼气替代液化气
则是观念的更新……

院子里树上几只喜鹊在欢唱， 我不
禁抬头看天， 呵， 老家的天空一片蔚蓝。

洋中鱼

古代文人 （大多是官员） 闲暇之余喜欢
到处玩耍， 而且耍出了许多“味道”， 许多
文化。

崇宁三年 （公元1104年） 三月二十八
日， 对于湘水之滨的朝阳岩来说， 是一个值
得铭记之日。 这天， 一条小船载着五六个爱
耍的人在湘水上摇摇晃晃地行进着， 船桨
像一个摇把， 在江面摇出许多漩涡。 经过一
阵子行进， 来到了永州古城东南方向的朝
阳岩下。 他们系好船， 在下洞洞口略作休
息， 领略了朝阳岩发现者元结诗句“朝阳岩
下湘水深， 朝阳洞口寒泉清” 的意境之后，
就开始实施一个“蓄谋已久” 的计划： 其中
一个年近六旬的人在众人的建议下， 一反
常态， 拿着毛笔在没有打磨的岩石上随手
写了一些字。 另一个人等他写完， 就开始用
锤子、 凿子、 錾子等工具认真刻石。 在朝阳
岩潜阴洞泉水注入湘水的叮咚声伴奏下，
在渔船的轻微摇摆中， 这个踮起脚尖刻石
的人， 显得比那个题写者更投入、 更认真。
铁锤敲在凿子和錾子上发出的金属声， 跟
洞口的泉水声汇成了一支悦耳的交响曲。
忙了一阵子 ， 23个字显现在大家面前 ：
“崇宁三年三月辛丑， 徐武、 陶豫、 黄庭坚
及子相、 僧崇广同来。”

原来， 那个挥毫题字的人就是北宋著
名文学家、 书法家、 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
山之祖黄庭坚。

宋徽宗亲政之后再用新党， 与黄庭坚
有宿怨的赵挺之当上了副宰相。 崇宁二年
（公元1103年） 十二月， 对黄庭坚一直怀恨
在心的陈举适时举报说其作品 《承天院塔
记》“诽谤朝廷”， 赵挺之便罗织罪名， 以致
黄庭坚被“除名编管” 发配到蛮荒之边地宜
州， 他携带家眷从湖北江陵出发， 入洞庭，
经岳阳、 长沙、 衡阳， 一路游山玩水， 吟诗
会友， 来到了永州。

应该说， 晚年的黄庭坚是个很爱玩耍
的人， 仿佛童心未泯， 每到一地都要寻觅先
贤的踪迹。 虽然仕途不顺， 却并不影响他的
雅兴。 据《山谷年谱》记载， 黄庭坚是三月六
日到永州府祁阳县浯溪碑林的， 至四月二
十八日去全州， 他在永州这个地方前后待
了有53天， 在当地朋友的陪同下到处玩耍，
他游览了祁阳浯溪、 零陵愚溪、 朝阳岩、 澹
岩等地。 清清潇水， 曾经映出过他的倒影；
乡间小路， 曾经留下了他的脚印； 不少地方
还有幸得到他的吟咏乃至题刻。

同一天， 在来朝阳岩之前， 黄庭坚一行
游览了愚溪， 他在 《游朝阳岩》 诗里讲清楚
了那天的行程： “意行到愚溪， 竹舆鸣檐
肩。 冉溪昔居人， 埋没不知年。 偶托文字
工， 遂以愚溪传。 柳侯不可见， 古木荫溅
溅。 罗氏家潇东， 潇西读书园。 笋出不避

道， 檀栾摇春烟。 下入朝阳岩， 次山有铭
镌。 藓苔破篆文， 不辨瞿、 李、 袁。 嵌窦响
笙磬， 洞中出寒泉。 同游四五客， 拂石弄潺
湲。 俄顷生白云， 似欲驾我仙。 吾将从此
逝， 挽牵遂回船。” 此诗当时刻石于朝阳岩。
遗憾的是， 这首诗刻因为种种原因而漫漶
消失。 清咸丰年间的永州知府杨翰苦觅此
诗不得， 曾于朝阳岩西壁补刻该诗及其画
像， 至今尚存。

在永州期间， 黄庭坚还写有 《题澹山
岩》 诗二首， 并刻石， 连同浯溪诗刻、 朝阳
岩诗刻和题名刻， 为永州的历史人文增添
了许多光辉。

特别令人庆幸的是， 黄庭坚这方朝阳
岩题名刻因别出心裁得以完整保存。 也可
以说， 是黄庭坚当时耍了一个障眼法： 字迹
较浅， 字体颜色与石头接近， 肉眼难以识
别。 所以， 分明就在眼前， 除了清代金石大
家陆增祥根据拓片做了记录之外， 一直没
有被人发现， 也没有遭人破坏。 时隔近千
年， 直到湖南科技学院的张京华教授带领
学生在朝阳岩进行野外考察时， 才揭开它
神秘的面纱。

文人带有纪游性质的题名兴盛于唐宋。
盘点历年所见题名石刻， 唐人以李渤居多，
宋人则属黄庭坚。 虽然黄庭坚曾与张耒、 晁
补之、 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 被后人称为
“苏门四学士”， 但他生前诗书双畅， 与苏轼
齐名， 世称“苏黄”， 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
里占据重要地位， 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所以
他的诗文和题刻都具有很高的文史价值。

朝阳岩是永州著名的石刻景点， 现存
历代石刻150方。 不少金石专家说， 朝阳岩
摩崖石刻之多、 之奇、 之怪,�在国内外均属
罕见。 而我想补充一句： 黄庭坚在朝阳岩的
题名石刻， 堪称朝阳岩石刻中的怪中之怪，
实属特例。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好玩的黄庭坚
在这方题名刻上玩了几个手法： 一是没有
像平常人那样先把石崖磨平了再题刻， 而
是把题名直接写在石面上就刻的； 二是他
选择题刻的地方也很奇怪， 人家喜欢选择

平整之处， 他选的地方中间还有凹陷， 整体
呈弧形状， 四五行之间因为凹陷而让后来者
误以为是两处不同的石刻； 三是他的题名顺
着石面本身自然的形状， 不仅行与行之间的
字数不一， 而且字与字之间的大小也不一
致， 最大的“徐” 字与最小的“丑” 字相差
2.5倍。 更让人惊奇的是， 即便是在不平整
的石岩上， 整体章法错落自然， 布局巧成，
于不平之中见平， 于宁静之中见动感。 大约
因岩面极为不平， “徐武” “陶豫” 四个字
在整幅书法中， 显得较大、 较突出， 各占一
行。 而末两行构架均一， 则是岩面较为平整
的缘故。 整方题刻布局讲究， 字体外紧内
松， 右边八字 （一行“崇宁三年”， 二行
“三月辛丑”） 上疏下实， 中宫四字 （三行的
“徐武”、 四行的“陶豫” 四个字） 疏可跑
马， 左边十一个字 （五行“黄庭坚及子相”，
六行“僧崇广同来”） 密不透风。 这处石刻
是黄庭坚现存最大的楷书作品之一， 书写章
法富有变化， 两个“三” 字的写法不尽相同，
用笔稳健沉着， 所运用的长横、 大撇、 大捺、
竖划、 斜钩等笔画， 不同于以往的瘦硬， 与
他在天柱山的题名相比， 风格迥然不同。

据考证， 徐武， 字靖国， 时任永州司法
参军。 黄庭坚的儿子黄相， 时年20岁。 黄
庭坚与僧人交往颇多， 崇广是其中之一。 陶
豫是祁阳人， 爱书好酒， 喜欢玩石头。 由此
可知， 那个认真刻石的人很可能就是陶豫。

诚如黄庭坚在 《游朝阳岩》 诗中“吾将
从此逝， 挽牵遂回船” 的预言， 离开永州两
年后， 他就客死在宜州 （广西宜山县） 贬
所， 终年60岁。 永州山水点燃了他一生中
最后的诗情， 而他在永州的几处题刻和诗
刻， 也成了他生命末期遗留在湘江上的最后
绝唱。

（作者本名杨中瑜， 系中国散文学
会会员、 湖南省作协会员、 永州作协副
主席、 永州日报副刊编辑。 著有长篇小
说 《陶铸传奇 》、 散文集 《梦的窗帘 》
《鱼眼观柳》 《李商隐与永州》 等。）

李安之

我的家乡怎么变了？
不见了那春日泛绿、 夏日流金的无边稻

田； 不见了一边开花一边吐银的棉地， 还有
那条弯弯的小渠， 以及小渠上砖砌的拱桥。
我把双眼推拉移摇， 镜头里画面如翡翠斗篷
的莲叶， 层层叠叠， 夹杂在莲叶间盛开的荷
花， 如火如霞， 微风阵阵， 叶摇花动， 如彩
色锦缎， 谁人抖动， 波浪滚滚， 直接云天，
那气势和壮丽恐怕连浩荡洞庭都要嫉妒了。

路边那棵歪脖子杨柳分明告诉我， 这就
是我的家乡。

邻居张大伯走过来说， 在外读书， 不认
识自己出生的地方了吧。 他告诉我， 村里来
了个企业家， 在这里搞土地流转， 把我们村
两千多亩田地流转下来， 承包经营， 主要栽
种莲荷， 还有大棚蔬菜。 公司给原责任田承
包户每亩500元， 村民可在公司打工， 每月
有近2000元工资。 村民的收入不仅比以前
各家各户栽种责任田高多了， 而且也不用抛
妻别子去外地打工了。

张大伯是这千亩莲荷的经管人员之一。

他带我走上一座木头搭成的栈桥， 进入莲荷
之中。 眼下的荷叶， 像是一个翠绿盆子， 有
水珠儿在叶面滚动， 晶莹剔透。 饶有趣味
的， 是新叶儿刚冲出水面， 绿中带黄， 鲜嫩
无比， 它两头尖尖， 斜挂在梗子上， 高高挺
立， 似要与那先开的荷叶竞秀争翠。 荷花有
的怒放在绿叶上， 有的悄然开放在绿叶间，
花瓣片片张开， 婴儿般的小莲蓬在黄色流苏
般的花蕊拥簇中露出笑靥； 有的小荷初露，
虽如一紫红笔尖， 却有冲天之势， 有蜻蜓在
小荷上惊起， 恋恋不舍地围着粉红飞来飞
去。 绿叶遮盖的水下， 偶尔可见游鱼嬉戏，
小生命彰显大活力。 莲蓬骄傲地长在荷叶
上， 莲子像鼓着的眼珠儿望着我； 另一个躲
在两片荷叶间， 似怕我发现摘了他。 张大伯
下到水里， 摘了一个莲蓬给我。 我掰了一个
莲子， 去了皮儿， 露出白玉般的莲肉， 细细
嚼着， 鲜嫩， 清脆， 香甜。 张大伯告诉我，
这里栽种的是太空莲， 花期长， 花朵大， 莲
子产量高， 一亩仅莲子收入即可达四五千
元。

不远处， 一队穿着鲜艳的女士们说笑着
走过来， 他们的花伞、 艳服似要与这里的莲

荷媲美。 这是城里来旅游赏荷的， 导游兴致
勃勃地向他们介绍这片莲荷。 但游人们早已
忍不住勃勃兴致， 四散开来， 或下荷田摘莲
蓬， 或做各种姿态， 用手机或相机留下欢乐
而美妙的时刻。 一个美女手捧一朵盛开的荷
花， 举起手机玩自拍， 满脸洋溢甜蜜， 莲蓬
与美女相映， 美女让莲荷更有灵气， 莲荷让
美女更加艳丽。 真是人中有画， 画中有人。

张大伯指着远处插着旗帜的彩色牌楼告
诉我， 村里正在筹备荷花节， 推动旅游。 旅
游节上， 除本地传统美食外， 还推出了荷叶
系列如荷叶蒸鸡、 荷叶蒸排骨、 荷叶粥、 荷
叶茶、 荷叶酒， 还有本地人编的荷花舞、 唱
的荷花歌。 公司在莲湖四周开渠搞立体养
殖， 养殖了小龙虾、 鱼、 蚌。 这块土地， 以
前单家独户， 小打小闹， 一亩也就几百元利
润， 而今这里每亩田的利润飙高了好几倍。
这些农户以前种几亩薄田养家， 用钱靠外出
打工， 而今企业办在家门口， 当起了企业职
工， 钱袋子比以前鼓多了。

我问张大伯村里每家每户的田土是不是
都流转了。 张大伯说， 也有少数农户没有流
转的， 有的人当时怕流转出问题， 怕被骗，
而今看到收入高后悔了， 好些人主动提出要
把责任田流转给公司统一种植。 他颇有感慨
地说， 中国农民千百年单家独户种田耕作的
习惯要改变成大农业， 有困难， 有阻力， 但
必须改变。 因为中国农业的出路在搞大农
业。

一阵荷香飘来， 我情不自禁吟颂起“不
尽绿叶连云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的诗句。
村口一直伸向远方的大道上洒满阳光， 荷花
相映。 我对张大伯说， 您看那远处的荷花就
像开在大道上一样。 张大伯一语双关， 意味
深长地说， 这些荷花就是开在大道上哩。 我
望着一望无际的莲荷， 细细品味张大伯的话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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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在大道上的荷花

谭谈

每回踏上这片山地，回到这座城，我
总要登上这座山，站在山顶上的亭子前，
看山下那座从山地上拱出来的城。 每每
这时，一股暖流，就澎湃在心头……

这是一片中部省份的山地， 这是一
座湘中的新城。

那一年，湖南进行行政区划调整，从
辖有14个县域的邵阳地区，划出五个县、
市，建立一个新的地区。因为地区所在地
放在涟源县的娄底镇， 地区就定名为涟
源地区。 几年后，娄底镇升格为县级市，
地区便更名为娄底地区。 地区刚建立的
时候，地委、行署的办公场所，是借用一
个企业的厂房。

摆在这个新地区决策者面前的，是
一片耸立着一个一个小山头的、 长满油
茶树的山地。 他们要在这片山里， 给地
委、行署及一个一个机构安一个窝，要在
这片山上长出一座城来。

他，一位解放战争时南下的老革命，
北方汉子， 却长着一副南方人的矮小身
材。他出任这个新地区的首任行署专员。
这个瘦小身材的汉子， 却有一个极具前
瞻性的广阔胸怀。 他在这片山地上铺排
出一个井字形的城区框架， 街道参照长
沙五一路的规模，正街40米宽，两旁各留
20米绿化带，共80米。

一年一年， 这片山地上按照新城设
计者的铺排，那个井字形的街区两旁，拱
出了一幢一幢新楼。这座城，就这样蓬蓬
勃勃地长着。开初，只有城，不见市。街道
上， 是一个机关接着一个机关的办公大
楼，是一座机关城。 有一年，这座新升格
为县级市的城，要拍一个电视宣传片，喊
我回去写一个脚本。开拍的时候，偌大的
街面上，没有行人，没有车跑，地委办只
好发出一个通知，要求各单位、各机关的
工作人员放下手中的工作，来逛街。各单
位的车也都开上街来， 配合拍好这部电
视宣传片。

一晃，几年过去，十几年过去，昔日那
空荡荡的大街，也拥挤起来了，也挤不开
人了，也堵车了。一家一家的商店，一个一
个的超市，布满了大街小巷。 在城区每一
个交叉路口，红绿灯威严地闪动，指挥着
蚂蚁般的车流、人流有序地流动……

40年间，涟水边这个一千人的小镇，
长高了，长大了。 如今，是湘中山地拥有
30多万城区人口的新城。 1997年，经国
务院批准，娄底撤地建市，变成了湖南省
一座新的地级市。

城在长着，长着。山地上的这一个那
一个山头，被城拥在怀中，成了新城里这
一个那一个公园。山地里的那个小湖，更
是成了新城的中心公园。夜幕落下、华灯
初亮的时候，湖边广场，老叔大妈们这一
群，那一堆，踏着欢快的脚步，舞动健美

的身姿，享受着甜蜜的生活；湖边林荫道
上，一对对情侣，相拥漫步，说不完的悄
悄话……

而我，这片故土上的游子，最爱的是
这座被城紧紧搂在怀里的山。那一年，组
织上安排我到这里深入生活， 兼任地委
副书记，就住在这座山下。 开初，山还在
城边上，城还在山外边。 每天清晨黄昏，
我都会上山，到树林间漫步。 渐渐地，城
膨胀到把山搂到怀里了。 山上的路也修
整了，山顶上立起了一座亭子。 于是，山
华丽转身，变成了城中的公园。 原本，这
山叫苦株山。新城里的人们，生活一天天
甜蜜起来，成了公园的山，不能再冠之为
“苦”了，于是定名为株山公园。

昔日的苦株山，成了今日的株山公园。
除修整了山中的林间小道、 建起了山顶方
亭之外，还有什么吗？有语道：山不在高，有
仙则名。株山有仙吗？仙是什么？仙在何处？
每次走到这座山上，我在叩问自己。

公园之山，除了优美的自然风光外，
要有厚重的人文景观。历史与文化，大概
就是山之魂，山之仙。 那么，株山之仙在
哪里呢？ 近日，几位在这片山地上长大、
熟悉这座山的智者，对这山有了发现。山
中，长眠着一位受共和国领袖称颂的“国
之贤母”。 她本是位极其平凡的、连一个
自己名字都没有的山地妇女。 她的儿子
姜齐贤是被红军将士夸为“神医”的红军
卫生部长兼红军医院院长。 她积极支持
儿子革命。1938年7月，她七十大寿时，在
延安的姜齐贤不能回家为母亲祝寿。 一
天，当姜齐贤向毛泽东、朱德、林伯渠
汇报完工作后，毛泽东风趣地问：“齐贤
同志，听说你和你的家属胜利会师了？ ”
毛泽东知道，几天前，姜齐贤的夫人从老
家来到了延安。接着，又关切地问：“你母
亲呢？身体还好吗？”姜齐贤报告毛泽东：
“再过些日子，就是母亲七十大寿了。 她
老人家盼望我回家祝寿。 我已经九年
没见到母亲了。 ”这时，林伯渠提议道：
“齐贤同志母亲七十大寿，我们是不是向
他母亲表示生日祝贺呀！ ”于是，一幅由
林伯渠用楷书书就、 由毛泽东签名“敬
祝”的“国之贤母”的寿幛就诞生了。朱德
则挥毫在红缎子上写了七言绝句一首：
“人生七十古来稀，孟母贤劳说断机。 哲
嗣医疗称妙手，楼兰未斩尚戎衣。 ”不久，
这两幅红缎子寿幛， 就摆到了这位平凡
女性的面前。而这苦株山，就是姜家的祖
坟山。 姜刘老太去世后，就长眠在这里。

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这个动人
而神奇的故事，这两位伟人的墨迹，不就
是这座山之魂，这座山之仙吗？

40年间，我故乡的这片山地，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故乡的这座城，放射
出如此夺目的光彩……

这一切， 都得感谢改革开放这个伟
大的时代！

老家的灶台

那片山地那座城


